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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EBSCO成为学术好帮手？

-- 教你轻松在EBSCOhost平台上检索

胡文婷 EBSCO产品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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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CO was founded by

Elton B. Stephens in 1944

• 70 years serving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institutions 

• EBSCO Industries is among Forbes Top 

200 Privately Held Companies

• 5,700 employees

• 1,100+ employees outside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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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出的在线搜索服务提供商

̶ 375+ databases via EBSCOhost with 

132 million+ records

̶ 3,000+ employees in EBSCO 

Information Services

• 聚合、出版、传播

̶ License content from over 90,000 

publications

̶ Leading eBook distributor with over 

450,000 books available

̶ Discovery Service 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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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用户

EBSCO数据库是在中国大陆地区有近600家高校订户，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

馆，浙江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均为EBSCO数据库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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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入EBSCO

一般在图书馆中找到点击“电子资源数据库”，找到EBSCO，点

击链接即可进入选择数据页面，或者直接进入检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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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第一部分： 数据库介绍

第二部分： 上机操作演示

第三部分：EBSCO手机App

第四部分：支持网站&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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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数据库内容介绍

Introduction of Database Content

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综合学科检索数据库

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企业商管财经数据库

https://www.ebsco.com/products/research-databases/academic-search-ultimate
https://www.ebsco.com/products/research-databases/business-source-ultimate


|  www.ebsco.com11

对比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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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是全球最具价值的多学科全文
期刊数据库。

• 更多持续收录的同行评审全文期刊

• 更多持续收录在引文索引Scopus和Web of Science中的全文期刊

• 更多持续收录在传统主题索引（如SciFinder, PsycINFO, Ei

Compendex, EMBASE等）全文期刊

• 更多国际化资源，包含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的
全文期刊

为学生提供成功研究所需的更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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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包含数千种主要同行评审期刊，
包括AAAS出版的无延迟Science期刊。

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涵盖每个研究领域的顶级期刊，满足

所有学科及学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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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vs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Academic Search 

版本

持续收录全文期
刊及杂志

持续收录同行评
审全文期刊

无延迟持续收录
同行评审全文期

刊

持续收录
Web of Science

或
Scopus全文期

刊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6,525 5,883 4,016 4,007

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10,021 9,017 6,506 5,254

*Expected figures by Sept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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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  www.ebsco.com16

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为学生提供成功
研究所需的更多资源：

• 更多持续收录的同行评审全文期刊

• 更多主要商学期刊

• 更多国际化资源，包含来自欧洲、亚洲、非洲、
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的全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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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vs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Business Source 

版本

持续收录全文期
刊及杂志

持续收录同行评
审全文期刊

无延迟持续收录
同行评审全文期

刊

持续收录
Web of Science

或
Scopus全文期

刊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2,149 1,296 769 846

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3,507 2,112 1,401 1,103

*Expected figures by Sept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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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BSU)

• 包括持续收录同行评审全文期刊, 

涵盖无延时持续收录同行评审全文期刊

• 覆盖独特收录的最优质商学全文期刊

• 收录全球全文出版物

• 非期刊全文资源，如：

− 企业资讯

− 企业概况

− 国家报告

− 行业报告

− 视频

−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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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提供企业资讯

• 115万家企业，包括完整的企业层级, 

• 企业记录可分为：

• 按销售额排名的前 50% 美国企业

• 按销售额排名的前 50% 全球企业

• 整体可分为 70% 上市企业和 30% 非上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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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提供企业资讯

• 独特的检索界面，可筛选企业记录的各种数据

• 记录可被导出为.csv 文件 (也可导入 Excel)

• 企业被链接到 Business Source 所有文献级资源，包括
MarketLine 企业概况和 SWOT 分析、市场及行业报告、书目及
期刊资源



|  www.ebsco.com21

企业概况

• 企业概览

• 关键要素

• 业务描述

• 企业历史

• 核心雇员

• 主管简介

• 主要产品及服务

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提供 20,000 多家企业概况

• 全球 12,500 家最大上市企业的企业概况

• 全球前 900 非上市企业的企业概况

• 超过 4,800 家企业的SWOT分析

主要企业资讯：

包括来自 MarketLine 的资源：

• 主要竞争对手

• 企业环境

• 企业地址及分公司

其他资源包括 10,000 多家其他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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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提供 1,100 份国家
经济全文报告，其中许多来自以下顶级出版商：

• CountryWatch Incorporated

• IHS Global

• Political Risk Yearbook

Figures as of Dec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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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Watch

• 国家概况 / 主要数据

• 环境概况

• 经济概况

• 投资概况

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包含 392 份来自 CountryWatch 的完整报告 –

196 份国家概览和 196 份国家经济预测

• 政治概况

• 社会概况

提供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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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S Country Monitors
(前身为 Global Insight and Wharton Econometric Forecast Associates)

• 经济发展

• 财经资讯

• 对外关系

• 预测

• 预测假设

• 基础设施

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包含 114 份来自IHS Country Monitors的国家报告

• 政策

• 政治资讯

• 政治体制及参政人士

提供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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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Risk Yearbook: PRS Group

• 国家地图

• 社会指标

• 评论及分析

• 预测方案 (5年)

• 政治架构/参政人士

• 投资及贸易环境

• 背景

• 政府

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包含 100 份来自 Political Risk 

Yearbook的国家报告

国家预测资讯提供： 国家环境资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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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课程-57个课程视频

• 案例方法

• 变革

• 沟通

• 伦理学

• 财务与会计

• 全球商业

• 治理

• 创新与创业学

教师课程系列涵盖来自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和专家的研究成果

涵盖主题：

• 领导力

• 管理

• 组织行为学

• 组织发展

• 销售与市场营销

• 社会企业

• 策略

• 技术与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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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涵盖的会议论文/会议录专辑

• 美国市场营销协会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 消费者研究协会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 欧洲管理协会 (Europe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 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 市场营销进步学会 (Society for Marketing Advances)

来自95多家供应商的会议全文材料专辑包括：

Figures as of Dec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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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期刊排名
来自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期刊Coe & Weinstock的研究

排名 期刊 BSU ABIC

1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

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2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

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3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

期刊
无全文期刊

4 Management Science 延持收录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5 Operations Research 延持收录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6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

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7 Industrial & Labor Relations Review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

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Compared on December 1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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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顶级市场营销类期刊
出自Journal of Marketing Education期刊Hult, Neese 及 Bashaw 的研究

排名 期刊名称 BSU ABIC

1 Journal of Marketing 无延迟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2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JMR) 无延迟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3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无延迟全文期刊 无全文期刊

排名 期刊名称 BSU ABIC

1 Journal of Marketing 无延迟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2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JMR) 无延迟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3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无延迟全文期刊 无全文期刊

非研究机构顶级市场营销类期刊
出自Journal of Marketing Education期刊Hult, Neese 及 Bashaw的研究

Compared on December 1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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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 期刊排名
Mylonopoulos & Theoharakis: http://www.bus.ucf.edu/csaunders/newjournal.htm

排名 期刊名称 BSU ABIC

1 MIS Quarterly 无延迟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2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无延迟全文期刊 无全文期刊

3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延持收录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4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无延迟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排名 期刊名称 BSU ABIC

1 Journal of Finance 无全文期刊 无全文期刊

2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无全文期刊 无全文期刊

3 Journal of Financial & Quantitative Analysis 无延迟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4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 Banking 无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财经期刊排名
出自《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期刊 Mabry & Sharplin, “Conclusions, a Final Ranking of Finance Journals” 一文

Compared on December 1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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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会计类期刊

排名 期刊名称 BSU ABIC

A Accounting Review 无延迟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A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 Society 无全文期刊 无全文期刊

A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无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A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无全文期刊 无全文期刊

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无全文期刊 无全文期刊

A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延持收录全文期刊 延持收录全文期刊

A- Accounting Horizons 无延迟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A-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无延迟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A-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无延迟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 Finance 无延迟全文期刊 无全文期刊

A- 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无延迟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 无延迟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Compared on December 1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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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十位学术商学期刊 – 特征因子 (Eigenfactor)

排名 期刊名称
BSU

全文覆盖
ABIC

全文覆盖

1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2 Journal of Management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3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无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4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JMR)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5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6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7 Journal of Marketing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8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9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无全文期刊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10 Marketing Science 延迟收录全文期刊t 非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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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五位美国大众商学杂志

期刊名称
BSU

全文覆盖
ABIC

全文覆盖

Bloomberg Businessweek 无延迟 无全文期刊

Forbes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无全文期刊

Fortune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无全文期刊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无全文期刊

Money 无延迟持续收录全文期刊 无全文期刊

Compared on December 1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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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ard Business Review（哈佛商业评论）

• 全文资源还包括《哈佛商业评论》
的德文和中文版

• 即将推出更多国际版本

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包含1922年至今的《哈佛商业评论》无延迟全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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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 检索结果筛选及查看

➢ 新建文件夹

➢ 出版物检索&设置期刊提醒

➢ 公司信息/概况/哈佛视频（BSC）

第二部分： 上机操作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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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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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帮助
建立个人文件夹，长
期保存文档等内容

检索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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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运算符

查看帮助

字段限制

添加检索框，最多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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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逻辑运算符

• AND 用于缩小检索范围，类似于“交集”概念

• coffee and tea 检索到的结果中既包含coffee 也包含tea。

• OR 用于扩大检索范围，类似于“并集”概念

• college or university  检索的结果中或者包含college ，或者包含university。

• NOT 用于排除检索结果中不需要的项，类似于“非”的概念

• Cookies not computer 检索的结果只和Cookies相关，不包含compu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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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举例：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



|  www.ebsco.com41

检索技巧

• 截词符号(*)用于检索变形体，单复数

− econ* 可以检索到economy, economic, economically, etc

− Student*可以检索到student, students

• 通配符：适用于一个字母(?)用于检索英美单词拼写差异

− organi?ation 可以检索到 organisation or organization

• 通配符：适用于多个字母(#)用于检索英美单词拼写差异

− behavio#r will 可以检索到 behavior or behaviour

• 短语检索（“”）用于检索固定短语

− “global warming” 可以检索到固定格式的词组，位置顺序保
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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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筛选及查看



检索结果过少，漏掉了相关文献？

放宽检索要求，提高检全率

•去掉某个方面的检索要求

•放宽检索范围：学科领域、时间、文章类型，关键词出现的字段等；

•将描述检索主题的词想全，包括同义词及缩写形式；如：MRI O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磁共振成像)

•使用单数单词检索，可以检索到大多数单词单数、复数和所有格，不规则单词除

外；如：city 可以检索出city, cities, city’s, cities’

•使用通配符；



检索结果过多，很多文献不相关

进一步限定检索，提高检准率

•准确描述检索需求；

•严格限定检索范围：学科领域、时间、文章类型、关键词出现的字段等；

•选择与检索主题密切相关的词和专业术语，如：kidney disease OR 

renal failure,避免使用过于宽泛的词汇，如：influence；

•使用词组检索或位置检索

•在检索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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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文章简介

将文章添加
到文件夹

点击查看文
章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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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检索HTML格式文献？

输入公式：keyword and FM T 可以检索到HTML格式文献，
实现全文翻译及在线朗读功能，注意PDF文章无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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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中均
含有HTML格式
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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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的建立及利用

• 可免费注册个人文件夹

• 可长期保存个人检索到的文章、图书、视频等内容，还可以订阅期刊

或检索提醒，新建或分享文件夹。

• 点击右上角“登录”，先创建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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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账号密码可直接输
入账号密码登录，还没
有账户的可点击创建新
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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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密码要求为字母，
阿拉伯数字，特殊符号
组合，长度不少于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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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专属文件夹，
点击？查看帮助

保存内容
列表

新建文件夹

对保存的内
容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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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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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存的
内容进行
批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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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检索及设定期刊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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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先选择要查找
整刊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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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刊名，查
看详细信息

输入刊名或关键
词，点击“浏览”，
进行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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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仅在此出版
物中查找资料

查看不同年份，不
同卷期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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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物内检索与“社会心理
学”相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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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长期关注该刊物，可
订阅提醒，有了新的文章出
现，会收到系统邮件提示，
点击黄色图标，订阅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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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个人邮箱地址即可
完成创建提醒，前提需
登录个人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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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文件夹中查看已创
建的期刊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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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公司概况/哈佛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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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公司信
息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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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关键词检索或选
择具体限制条件直接

获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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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公司名称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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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BS）

按公司字母
或关键字查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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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
报告

点击查看
信息

输入公司名称
以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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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不同的栏目，
出现Apple公司相关
的文献，以SWOT为
例，点击

查看SWOT分析
相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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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
报告

一份完整的公司报告，
可下载、打印、按章
节浏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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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EBSCO 手机App下载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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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progress on your research 

anytime, anywhere”

Mobile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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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 Mobile App

Allow users to conduct their search and

research process wherever they are, allowing

progress to be made anytime, anywhere,

and with seamless integration between their

desktop and mobile devices.

Find and connect to your library, then 

simply search, choose, and use your 

library’s content.



EBSCO mobile app的使用

如何下载EBSCO App?

IOS设备在iTunes App store， 安卓设备在Google Play分别下载.

使用EBSCO App的系统要求?

您的设备系统:

•苹果设备: iOS 11+

•安卓设备: Android 5+

https://apps.apple.com/us/app/ebsco-mobile/id1473281170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ebsco.ebsco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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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用户直接扫描下载



登录 EBSCO Mobile App:

•打开EBSCO应用程序，点击Get Started(开始) 按钮登录。.

•您可以选择查找机构进行登录或在连接机构网络的前提下

直接“使用我的位置”（Use my location）进行登录。您只需

登录App一次。App会记住您的登录凭证，实现自动登录。

• 在检索框中输入进行查找，或点击“使用我的位置” （Use 

my location）定位您所在的学校。

•单击“继续”允许应用登录。

•按页面要求使用账密进行登录（可更改为读者账号等）



主页:

•最近查看（Recently Viewed）：向左滑动可查
看您在使用App时最近查看的文章。点击文章可

再次阅读。

•发现最近的主题（Discover Recent Subjects）:
点击“发现最近的主题” （Discover recent 
subjects）区域中的主题，执行与该主题相关的
文章搜索。此区域中的主题是您在使用App时查
看文章的相关主题。

•热门内容（Popular content）:向左滑动可查看
受用户欢迎的文章。点击文章可进行阅读。



检索EBSCO Mobile App

1. 点击屏幕底部菜单中的放大镜，进入搜索页
面

2. 在搜索框中输入搜索词。当您键入时，您可
以点击App提示的搜索词。

3. 点击筛选条件（同行评审、全文、日期范
围），将其应用于搜索。

4. 点击设备键盘上的“搜索”以运行搜索。
5. 页面将显示检索结果，结果中与检索词匹配

的词会高亮显示。点击文章或书名查看详细
信息或阅读全文（如有全文提供）。



阅读文章

1. 在文章页面，选择“阅读更多”(Read More)，可以阅读完
整的摘要，或向下滚动查看文章详细信息（如文章仅有摘
要）。
单击“立即阅读”（Read Now）（如果文章提供全文）。
注意：当文章没有全文时，“立即阅读”（Read Now）选项
将不会出现。
2. 选择阅读全文时，请从可用的格式中进行选择。



收藏文章

从文章页面或结果列表中，单击“收藏”图标。
如果您想从收藏的文章中删除该文章，只需再次点击图标。

在EBSCO App中查看您收藏的文章
To view your Liked articles:
点击屏幕底部的Likes图标查看您收藏的文章。



创建个人账户

1.点击屏幕底部菜单中的配置文件图标，访问配置文
件屏幕。
2.点击创建帐户（ Create Account）按钮访问创建帐
户屏幕。
•填写您的信息，然后单击“创建帐户” （ Create 
Account）按钮。
•您将收到一个确认消息，确认您的帐户已创建，并
提示您点击“登录”（ Log In）以使用新的个人帐户凭
据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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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支持站点及免费教程

检索平台：https://search.ebscohost.com/ （校园IP网络范围内）
EBSCO 支持站点:  http://connect.ebsco.com

EBSCO官网：https://www.ebsco.com/

免费在线课程：https://ebsco-chinese.webex.com

EBSCOhost 中文教程下载:  

https://connect.ebsco.com/s/article/EBSCO平台中文使用指南

https://search.ebscohost.com/
http://connect.eb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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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访问更多信息参见http://connect.ebsco.com/

邮箱：chu@ebsco.com 

EBSCO官方微信 培训课程问卷

http://help.ebsco.com/

